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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名稱：增強馬 力環保節油裝置 

 

摘要 

    人類生存的三大要素為空氣、食物、水，根據聯合國研究報導，地球因溫室效應 

造成南北極冰山日漸融化，海洋水位逐年上升、陸地逐漸消失，病毒容易茲生變種擴 

散，嚴重威脅到人類生存空間，其主要來自二氧化碳過量，因此，二氧化碳減量已成 

為世界各國刻不容緩的課題。而大量的二氧化碳主要來自於重工業汙染及汽機車廢氣

排放，本創作即是為了減少汽車排放空氣污染問題及節省油料而研究。 

 

壹、研究動機 

    本創作的研究動機就為了解決汽車造成之空氣污染，進而降低溫室效應對人類的生 

存威脅。再者，能源危機的時代，許多人因油價高漲而生活困苦，為了減輕人民生活的 

支出，因而研究汽車節油裝置。 

    本創作利用所學的機件原理課程中之螺旋原理來微調和彈簧機件彈力變化，再加以 

精密製造，可以配合各種汽缸數之引擎作精密調整，控制適量的進氣，讓油氣比趨近於 

理論值，再利用汽車學之引擎原理，改裝進氣路徑及吹漏氣再回收利用，不但提升了引 

擎的動力，減少廢氣排放，也因此減少噴油量而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本創作可將能 

源及溫室效應問題一起改善，希望本創作能拋磚引玉，引起各界先進的研究與參與，共 

同解決 21 世紀的能源問題、溫室效應問題和空氣污染問題，讓人類的生活更健康美好， 

並還給下一代一個美麗乾淨的地球。 

 

貳、研究目的 

   本創作之目的即是為了減少汽車排放二氧化碳量，進而降低溫室效應，減少能源消耗 

，延長石油使用壽命，創造美好的地球環境。 

 

參、研究設備及器材 

車床、銑床、磨床、鑽床、引擎、鋁合金材料、量具 

                       

肆、研究過程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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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過程：利用各種引擎真空吸力瞬間變化，本創作開起適當的進氣 

口，吸入外部適量空氣達到完全燃燒，透過本創作精密的調整鈕，才能符 

合各種汽缸數之引擎所需的進氣量。再者，經由本創作進入之外部空氣， 

未經 AFM 所偵測，故能減少噴油量，達到節油之效果。 

  二、研究方法：利用本創作將引擎吐出之吹漏氣(HC)混合外部空氣，吸入 

引擎燃燒室內重新燃燒，趨近空燃比 15：1 之理論值，即達到完全燃燒， 

可提升引擎動力，降低廢氣污染，減少噴油量，及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伍、研究成果 

      經由本創作作適當調整，讓適量空氣進入燃燒室，即可達完全燃燒，排氣管 

所排出之尾氣，會有水氣或水滴排出，即可證明完全燃燒之結果。 

 

＜汽油燃燒之化學式＞ 

C8H18  +  25/2O2  完全燃燒 →8CO2+9H2O 

《汽油》：《空氣》=1：15 

                                不完全燃燒 →CO+HC  

動力下降 40％ 

陸、討論 

(一) 如何調整進氣量? 

→粗細兩管裝配完成後，將引擎發動，利用上下調整鈕，調整至 

氣門關閉即可。 

(二)  如何檢視是否已達完全燃燒狀態? 

→試車時會覺得車子啟動扭力增加了 

→排氣管尾氣會有水氣或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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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論 

〈一〉本創作理論與實務充分結合： 

本創作調整至適量的進氣量後，達到完全燃燒，會讓引擎的動力提升 

，改裝呼吸軟管將吹漏氣重新燃燒，可降低廢氣污染及節油效果，進而降 

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降低溫室效應對人類生存的威脅。 

〈二〉本創作適用範圍廣泛： 

        本創作原理適用於任何內燃機之引擎，其利用價值不只限於汽車引擎， 

如：瓦斯車、油電車、替代能源〈酒精〉車，其適用範圍廣泛。 

〈三〉本創作作動靈敏度超越電子感應元件： 

             本創作直接運用引擎內部壓力變化來控制閥門之大小，以達到所需之空 

氣量，而電子感應元件必須經過偵測感應、回饋訊息、電腦判讀、執行作動 

之程序，因此無法達到瞬間作動的效果。証實本創作運用機械式控制超越電 

子式控制的效能。 

〈四〉本創作設計輕巧簡單： 

           本創作採用鋁合金製成，設計製造簡單不複雜，回收之價值高，更無二 

次環境污染之疑慮 。 

〈五〉本創作學術研究領域涵涉較廣： 

           本創作研究領域包含機械製造及原理、汽車學之引擎原理、化學、環境 

工程學、生命科學和國際宏觀，能引發學生多元學習創作之興趣及經驗，讓 

理論與實務結合，本例可謂最佳典範，讓我們學生能提早對二十一世紀人類 

所面對的生存課題，研究解決之道，提高年輕人對時代的使命感。 

〈六〉本創作延伸週邊之學術研究領域寬廣： 

            目前政府所推廣之 E3 酒精汽油，因為酒精所造成引擎內之蒸汽壓力增 

加，以致動力下降，令駕駛者利用 E3 之意願下降，致使政府推動節能減碳 

之計畫受阻，利用本創作引擎動力提升之優點，可改善 E3 之缺點，更可藉 

此減低政府推動 E3 之阻力，以完善政府節能減碳之計劃。 

            本創作者更深入研究，運用本創作之理論，可將 E3 提高到 E10 至 E15 

之比例，而不影響引擎之性能， 大大地減碳效果，更可減少石油之消耗， 

延長石油使用壽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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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創作於實車裝置後之效果： 

       1‧動力增加──車子啟動變有力了，因為充分燃燒提升引擎動力，藉此可 

改善 E3 之缺點，甚至可將 E3 提升到 E10 至 E15 之比例。 

       2‧加油踏板變輕了──節油效果顯著，本創作改變了呼吸軟管之進氣路徑， 

因此降低了原系統之噴油量約 10%左右，達到節油效果。 

       3‧回速時間變長──因為車子於行進中放開油門，會因引擎瞬間真空而降速 

，利用本創作於此瞬間將適量空氣吸入引擎內，減低引擎 

真空度，因此，延長回速時間，令車子變得很會滑行，進 

而達到節油效果。 

         4‧節油效果達 10%以上──綜合上述本創作所造成之車子性能提升，再配合 

駕駛者之駕駛習慣稍作調整改變，可得到很顯著之節油效 

果。 

         5‧引擎不積碳──因為引擎內部充分燃燒，所以，不會產生積碳狀況，甚至 

可將原先之積碳慢慢清除，因此，可省下清積碳之費用。 

〈八〉本創作改裝呼吸軟管之進氣路徑，此舉提升全世界對引擎技術研究 

之領域： 

             本創作改裝呼吸軟管之進氣路徑，引擎在瞬間吸入適量外部冷空氣和曲軸 

箱之吹漏氣，進入燃燒室重新燃燒，其優點包括： 

      1‧外部冷空氣降低引擎燃燒室溫度，因此，減少 NOx 毒氣之排放。 

      2‧外部冷空氣降低引擎燃燒室溫度，因此，提高引擎容積效率〈Volumetric ef 

ficiency〉，增加引擎動力。 

      3‧適量外部冷空氣進入燃燒室，瞬間改善燃燒不完全之現象，減少 HC 及 CO 

等有害廢氣之排放，降低空氣污染。 

      4‧外部冷空氣未經空氣流量計〈AFM〉進入燃燒室，可減少噴油量。 

      5‧改變呼吸軟管中之吹漏氣〈HC〉進入進氣岐管之路徑，改由本創作吸入而 

與外部冷空氣混合後再進入進氣岐管，其吐出之油氣〈HC〉不致汙染進氣閥 

門，且由該管吸入之空氣未經 AFM，可減少原系統之噴油量。 

             綜合上述論點：希望藉此原理以提升全世界對引擎技術之研究。 

〈九〉本創作蘊含國際商機： 

            為因應全球暖化問題日益嚴重，聯合國於一九九二年五月於紐約聯合國總 

部正式通過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要求各會員國管制包括二氧化碳等溫室 

效應氣體，將大氣中溫室氣體的濃度穩定在防止氣候系統受到危害的人為干擾 

水準上，該公約並於一九九二年六月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地球高舉會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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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各國簽署，共有一百五十四個國家簽署，一九九四年三月二十一日公約正 

式生效，公約強調採取以『經濟有效』、『最低成本』原則防制氣候變遷，各國 

採取共同承擔但程度不同的責任與能力，各國並有權促進永續性經濟發展。 

   一九九七年氣後變化綱要公約第三次締約國大會通過京都議定書，以法律 

拘束力規範三十八個工業化國家及歐洲聯盟溫室氣體減量責任，它規範三十八 

個工業化國，應在 2008 至 2012 年將濫用效應氣體排放降至 1990 年水準平均再 

減 5.2 %。京都議定書生效條件：至少要五十五個公約締約國批准，二氧化碳 

等濫用氣體合計量佔 1990 年總量 55 %，上述兩條件達到後第九十天起京都議 

定書生效。俄羅斯於 2004 年 10 月 27 日批准議定書，使批准簽約國達到 126 國 

，二氧化碳總量達到 61.6 %讓京都議定書在 2005 年 2 月 16 日生效。 

   京都議定書之生效，也透露環保本身其實蘊含有無限商機，126 個國家願 

意簽署京都議定書，部份因素即是著眼於京都議定書中所包含的環保商機大 

餅，如何取得這些商機，就是儘早投入並參與京都議定書機制，本創作所研 

究之汽車環保節油裝置，即是為節能減碳而研發。並於汽車研究實驗室依美 

國 FTP75 之測試方法(行車型態耗染測試) 唯一證實省油有效之產品，確有降 

低 CO2 之排放量與節油之效果。 

根據聯合國最新資料報導，一公噸 CO2 之排放量，需支付 30 至 50 歐元〈 

約台幣 2000 元〉到該基金內去分配，本創作若能順利推展，不但可為 CO2 

之排放量居冠的臺灣減碳，甚至可以賺取國際間碳基金，讓『廢氣變黃金』 

。此乃本創作蘊含國際商機之處啊！ 

〈十〉本創作製造成本低，推廣較易： 

           相對其它節能減碳研究之高價產品，例如： 

      1‧油電車：車價約台幣 150 萬左右，雖可達到節能減碳之效果，但其電瓶造價

約 20 至 30 萬元 ，使用壽命約 2 年，平均 1 個月需支付 1 萬元 之

電瓶費用，此為市場接受度較不易之處。  

      2‧太陽能車：造價成本約台幣 500 萬以上，售價超過千萬元，雖可達到節能減 

碳之效果，但其昂貴消費，令人望之卻步，推廣更是難上加難。 

      3‧油水混合車：市場上號稱可將水電解成氫氣和氧氣，再進入引擎室燃燒產生 

動力。研究者當知，汽油引擎能承受之燃燒溫度最高約 950 度 C， 

而氫氣瞬間燃點可達 3000 度 C，現有汽油引擎之冷卻系統是不足以 

冷卻的。再者，氫氣之爆炸力比汽油大，現行汽油引擎之材質是負 

荷不了的。研究者必須重新開發一顆適用於氫氣之引擎及冷卻系統 

，費用動則數百億元，豈是一般汽油引擎可行啊！ 

      4‧瓦斯車：近來油價飆漲，仿間營業車掀起改裝瓦斯車之風，殊不知瓦斯燃點 

可達 1200 度 C，將現有之汽油引擎改裝瓦斯車，其原有之油封、活 

塞環、管路及冷卻系統，並不能長久承受這樣的高溫狀況，其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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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相對提高。因此，受限於 2 年內之新車方可為之，並要通過國家 

標準安全檢查，現行市場上之改裝技術是否成熟？2 年後橡膠配管 

硬化問題，決定瓦斯車之長遠可行性堪慮問題。再加上環保廢氣標 

準逐年提高，瓦斯車所排放廢氣是否能達到標準？現行觸媒轉化器 

技術若達不到，則瓦斯車所造成之空氣污染更為嚴重，甚至於將來 

你我在街道行走都可能因一氧化碳中毒而亡，如果因裝配技術不成 

熟或管路破裂和漏氣，導致爆炸，其行車安全更是堪慮啊！ 

      5‧氫氣車：使用氫燃料電池將氫導入產生電流，此乃高科之創創舉，但因其造 

價昂貴，充氣站太少，推廣甚為困難。 

綜合上述論點：顯露出本創作製造成本低，安裝簡易且安全性 

無疑，市場推廣較易普及，真正能達到公約強調採取以『經濟 

有效』、『最低成本』原則之產品，也是將來可能採用最務實、 

最能為大眾所接受的解決方案，值得大力來推廣，望各位  教 

授先進不吝指教，讓本創作理論及技術早日成熟，才能早日改 

善地球的能源問題、溫室效應問題和空氣污染問題，留給下一 

代一個美好乾淨健康的生存環境。 

＜實車測試＞  

〈一〉GMC6000CC：  

在實驗室中，以美國 GMC6000cc 車種作測試，並依美國 FTP75（行車型態耗 

染測試）証實確有降低油耗及減少二氧化碳之排放量。如附件〈P8～P11〉 

          

增強馬力環保節油裝置  油耗〈km/l〉   CO2〈g/km〉 

未裝   4.97   475.680 

有裝   6.22   379.607 

 節油效果〈%〉   25.2%    

降低 CO2 排放量效果〈%〉      20% 

註：有裝吹漏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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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BMW2200CC：  

在實驗室中，以德國 BMW2200cc 車種作測試，並依美國 FTP75（行車型態耗 

染測試）証實確有降低油耗及減少二氧化碳之排放量。如附件〈P12～P19〉           

增強馬力環保節油裝置  油耗〈km/l〉   CO2〈g/km〉 

未裝   8.28   285.866 

有裝   9.67   244.609 

 節油效果〈%〉   16.78%    

降低 CO2 排放量效果〈%〉      14.43% 

註：未裝吹漏氣管 

〉日本 MaZDa2000CC：  

在實驗室中，以日本 MaZDa2000CC 車種，以 GB/T18297-2001 汽車發動機性能 

試驗方法作測試，証實確有降低油耗及增強馬力之效果。如附件〈P20〉                                                             

捌、參考資料及其它 

    ＜一＞華倫祝編著 機件原理＜一＞ 第 15 頁至第 58 頁及第 87 頁至第 96 頁 

    ＜二＞陳順同 蔡俊毅編著 車床實習 II 第 1 頁至第 122 頁 

    ＜三＞謝其政編著 汽車學 I 汽油引擎篇 第 10 頁至第 101 頁、第 64 頁至 275   頁 

    ＜四＞陳順同、張弘智編著 機械基礎實習第 92 頁至 107 頁 第 134 頁至第 146 頁 

    ＜五＞洪兆亮、顏名正編箸 銑床基礎實習 第 120 頁至 135 頁 

    ＜其它＞美國 GMC6000cc 車種測試報告 

            德國 BMW2200cc 車種測試報告 

            日本 MaZDa2000cc 車種測試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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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語】090906 

1. 車輛為人類交通工具中最重要的，利用節能、省油之研究

性頗高，為具有潛力之研究題材。 

2. 該作品之裝置不合實際，未針對車輛較可行之裝設位置及

方式進行實質研究，以致結論不夠充分。 

3. 宜與車輛製造商探討其污染及能源消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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